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⽇日期
約好了了，記得來來呦

今天要學什什麼呢？好期待～ 禱告求主紀念念講員們的辛勞
吃吃東⻄西、聊聊天

嘿，這週過得如何？

年年輕，不喊累💪💪💪 
活⼒力力的部分，還是要有吧

重⼭山峻嶺都阻擋不
了了我的熱情

Aug 28 / Mon 暑假接近尾聲，⽤用讚美的聲⾳音來來迎接新的學期吧！ 景美教會 ⛪

Sep 4 / Mon 新學期新希望，⼝口唱⼼心和⿑齊聲唱 景美教會 ⛪

Sep 11 / Mon 開學 期初聚餐：來來迎接我們的新⽣生囉：Ｄ 

Sep 18 / Mon 合神⼼心意的婚姻 // 林林永祥 老師 // 說說我們的學業 [我要唱] Part 1 博崴媽媽 家 🏠

Sep 25 / Mon 從⼀一貫道到真耶穌教會 // 滕明菁 姐妹 // 說說我們的夢想 📖  景⾼高讀書會 📖 景美教會 ⛪

Oct 02 / Mon 不要為明天憂慮——論當下 // 林林立恆 老師 // 說說我們的興趣 ⼤大⼀一新⽣生分享時間
[突擊關懷 Let’s Go!] 

Part 1 柯叔叔 家 🏠

Oct 09 / Mon 國慶

Double Tenth Day

Oct 16 / Mon 走在⼈人⽣生轉彎的地⽅方 // 林林⼤大煜 執事 // 說說我們的個性 🎈景⾼高⽉月🎈 景美教會 ⛪

Oct 19 / Thu 🚩東⼤大銘團契聯聯誼 🚩 ＠ ⼤大同教會  ⛪

Oct 23 / Mon

＊註⼀一

攻克⼰己⾝身 // ⾄至忻 // 說說我們的信仰 [我要唱] Part 5 [突擊關懷 Let’s Go!] 
Part 2 景美教會 ⛪

Oct 30 / Mon 「使者」⼀一詞的聖經⽤用法 // 陳聖明 老師 // 說說我們的童年年 [福茶茶籌備] Part 0 懿恩學姊 家 🏠

Nov 06 / Mon 期中考週

Midterm Examinations

Nov 13 / Mon 聖潔的⽣生活 // 潘佳⾈舟 傳道 // 說說我們的家⼈人 [我要唱] Part 6 [突擊關懷 Let’s Go!] 
Part 3 景美教會 ⛪

Nov 20 / Mon 為什什麼忙！盲！茫！——為主
我何捨棄

// 黃嘉明 傳道 // 說說我們的朋友 沛恩分享時間 ⼤大家來來喔 景美教會 ⛪

Nov 27 / Mon 在基督裡的成熟 // 李信德 傳道 // 說說我們的風格 [想家籌備] Part 1 景美教會 ⛪

Dec 04 / Mon 聖經中的科學 // 黃得恩 老師 // 說說我們的食物 [想家籌備] Part 2 景美教會 ⛪

Dec 11 / Mon

＊註⼆二

真愛 I // 何惠⽟玉 老師 // 說說我們的喜悅 [我要唱] Part 7 [本週經節最有感] 
Part 5 景美教會 ⛪

Dec 18 / Mon

＊註三

真愛 II // 何惠⽟玉 老師 // 說說我們的悲傷 副契初選 吃甜甜的蛋糕 景美教會 ⛪

Dec 24 / Sun 🚩2017想家 🚩 ＠ 景美教會  ⛪

Dec 25 / Mon 檢討會 說說我們的糗事 契長決選 景美教會 ⛪

Jan 01 / Mon 開國紀念念⽇日

National Founding Day

Jan 08 / Mon 期末考週

Final Examinations

備註
＊註⼀一：本週共習、崇拜時間對調以配合⾄至忻時間。

＊註⼆二、三：兩兩週因應惠⽟玉老師課程安排，崇拜時間調整為1830-2030，請⼤大家記得早點到喔。

課程資訊

學期主題：信仰⽣生活

契長：兆尹（0919-846-151）

課務：晨歆（0978-9292-53）

副課務：浩恩（0963-496-964）

聚會地點

📍景美教會：台北市⽂文⼭山區景華街13巷15號。


📍⼤大同教會：台北市⼠士林林區重慶北路路4段34號。

📍博崴媽媽家：台北市⼤大安區永康街40號7樓樓。
📍懿恩學姊家：台北市⼤大安區敦化南路路⼆二段267號11樓樓之6。
📍柯執事家：台北市⽂文⼭山區羅斯福路路六段77號4樓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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